
環保基金

迷失的寶藏 –發泡膠回收行動
ECF：Missing Link – Polyfoam Recycling Scheme

主辦團體資助團體



• 2014年香港海岸垃圾清潔運動中，發泡
膠成為垃圾排行榜的第2位2

• 飄浮的發泡膠會被魚類和海龜誤當作食
物，生物進食發泡膠後，會因它的浮力
而無法潛入水中；

• 有些生物更會被它阻塞消化系統而餓死

背景資料

生態殺手
• 於2016年，本港每天送至堆填區的都市固

體廢物當中，

– 39 噸為發泡膠餐具

– 53 噸為其他發泡膠物 1

1 環保署《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- 2016年》
2 Green Council (2014) 國際海岸清潔運動2014資料報告 http://www.greencouncil.org/tchi/community/doc/ICC2014_Report_Eng.pdf

棄置量

分解時間

• 若以堆填方式來處理發泡膠，需要數百、
數千年才能分解。

http://www.greencouncil.org/tchi/community/doc/ICC2014_Report_Eng.pdf


項目簡介

• 發泡膠回收行動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（環保基金）資助並由香港青少年發

展聯會屬下之荃灣區青少年發展協會主辦。

• 2016年3月獲得環保基金撥款推行第一期項目(WRP  395)（2016年6月15日-

2017年7月14日）。

• 第一期項目已完成，2017年4月成功獲批延續兩年 (WRP  476) （2017年7月

15日- 2019年7月14日）。



項目目的

• 開拓發泡膠回收渠道，將發泡膠從堆填區分流出來，並妥善處理，減少

發泡膠垃圾對大自然的傷害

• 促進循環經濟，開拓物料回收與資源再生的市場

• 於社區進行環保宣傳推廣，加強市民對發泡膠回收的認知



項目目標回收量

訂立目標回收量時的考慮因素

•發泡膠垃圾的數量 （例如參考環保署的數據）

•工場面積

•機器的處理率

•人手及物流安排

第一期
2016年6月15日
至2017年7月14日
（13個月）

第二期
2017年7月15日
至2019年7月14日
（24個月）

收集期 12個月 24個月

目標回收量 共 18 噸
（平均每月1.5噸）

共 57.75 噸
（平均每月2.4 噸）



發泡膠的類別

發泡膠

EPS/ PSP/ XPS 聚苯乙烯
Expanded Polystyrene

EPP聚丙烯
Expanded Polypropylene

EPO乙烯聚合物
Expanded Polyolefin

EPE聚乙烯
Expanded Polyethylene

分類標示

質感

吸音 保溫

吸震

防水

輕



PE 發泡膠料
Expanded Polyethylene

防護包裝
Packaging

PS 發泡膠料
Expanded Polystyrene

發泡膠展板
Exhibition Foam 

board
珍珠棉

Packing sheet

填充粒
Packing peanuts

防護包裝
Packaging

即棄餐盒/食品盤 /保鮮箱 (已清洗)
Disposable food containers (Rinsed)

有食物殘渣的餐盒
Containers with food/grease residue

蔬果防護包裝
Fruit & veg packaging

請去除所有雜物、標籤貼、封箱膠紙等，支持潔淨回收
Please remove labels, tape and contaminants

不能回收發泡膠料
Do Not Accept

簡單清洗，資源不浪費
Please support clean recycling

發泡膠板
EPS board

沙發填充泡沫
PU foam

發泡膠回收指南



發泡膠回收中心

地址： 荃灣沙咀道57號荃運工業中心二期 J 座21樓 J 室

面積：2,321 呎 開放時間：星期一 至六 09:00 -18:00 人手：平均 4 - 6 人

工廠外貌 工場門口

工場範圍

壓縮磚存貨區
發泡膠裝飾



發泡膠的收集及來源

校園 政府 / 公營機構

社區團體

街市收集

工廠區 / 商界自行運送市民



發泡膠的分類、清理

去除生果底盤的膠膜

去除發泡膠上的污漬 種類及顏色分類

發泡膠菜箱 / 蓋需去除膠紙及標籤貼



熱熔壓縮

左：熱熔機 80-120kg/hr 右： 熱熔機 30-50kg/hr

熱熔壓縮過程

壓縮磚



• 壓縮磚會出售予回收商，壓縮磚的顏色、質量及貨量會影響售價

• 項目屬非牟利性質，如有收入須撥回項目，以抵銷項目的成本

出售回收物料



再生物料

還原成 PS 塑膠再生物料 製成 PS 塑膠產品



宣傳教育活動 - 大型發泡膠回收行動



宣傳教育活動 - 街站 / 參訪團

收集體驗街站

街站 講解



宣傳教育活動 - 合作活動

生態巴士 - Greengoer 大使培訓計劃 生態巴士 - Greengoer 大使培訓計劃之街頭推廣活動

愛護動物協會 - 於荃灣區寵物嘉年華推廣發泡膠回收 杏花村 - 十號風球後的發泡膠/塑膠垃圾清理



挑戰 - 人手及物流安排



挑戰 - 分類、清理需時

• 協作回收點人手不足或欠缺空間，難以就地分類
• 工商業參與機構欠缺時間和人手清除膠紙及標籤貼



解決方案 - 推動乾淨回收

• 無膠紙、無標籤貼、 無雜質 （例如油畫顏料、黏膠、砂石）、無食物殘渣

物業管理公司職員到場體驗，
學習清理技巧

大埔某商場送來的發泡膠，
經已清除膠紙

於社交媒體宣傳乾淨回收的信息

宣傳單張 年宵期間，義工即場清除膠紙



解決方案 - 義工 / 參訪團協助

協助外出收集、搬運、分類、籌備宣傳活動物資和運作街站



成果 - 推動發泡膠回收

• 項目成功開拓本地發泡膠的公眾回收渠道 – 項目與不同機構
合作，至今建立了19個協作回收點，覆蓋香港多個區域

• 項目成功遊說工商業界履行生產者污者自付的責任，例如自行
承擔發泡膠的運輸費

• 荃灣西工廠區一帶的發泡膠非法棄置問題得以改善

慈濟 - 美孚回收點西貢不是垃圾站 沙田回收中心



成果 - 回收量

第一期
2016年6月15日
至2017年7月14日
（13個月）

第二期
2017年7月15日
至2019年7月14日
（24個月）

收集期 12個月 24個月

目標回收量 共 18 噸
（平均每月1.5噸）

共 57.75 噸
（平均每月2.4 噸）

實際回收量 共 27 噸
（平均每月2.25 噸）

19.5 噸
（平均每月3.25 噸）
（截至2018年1月14日）

熱熔壓縮處理量 共 24.9 噸 16.7 噸
（截至2018年1月14日）



成果 - 宣傳效果

• 透過網上社交媒體的宣傳，現時得到 8,000多人關注
• 在過去一年半，項目得到多間媒體採訪及報導，讓更多市民接

觸到發泡膠回收的資訊及支持本項目



成果 - 宣傳效果

鏗鏘集：廢膠圍城 （04/12/2017） BBC World News（01/01/2018）東張西望（03/02/2017）

U Magazine - 575期蘋果日報 果籽專題 （01/11/2016） 香港01（21/03/2017）



成果 - 獲得外界認同

“環保園之友 2016 & 2017” 綠星級環保大獎 2016 （專業組）



感謝支持環保！

如有問題，歡迎查詢：

電話：35683714

電郵：polyfoam.recycling@gmail.com

關於本項目之最新消息，請留意我
們的 Facebook 專頁：

環保基金 迷失的寶藏 - 發泡膠回收行動
ECF Missing Link -
Polyfoam Recycling Scheme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olyfoamrecyclinghk/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olyfoamrecyclinghk/

